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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名人传记为例

———Take�Biographies�of�Famous�People�as�Examples

阅读人文经典助力十九大精神传承

赵云洁

（许昌学院图书馆 河南许昌 461000）

Reading�Human�Classics�and�Inheriting�the�Spirit�of�the�19th�

National�Congress

ZHAO�Jie-yun

Abstract：The�influence�of�human�classics�on�human�society�is�enduring.�National�spirit,�national�wisdom�and�vitality�are�contained�in�

human�classics,�which�are�passed�down�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through�reading.�Biographies�recording�the�life�and�deeds�of� fa-

mous�people�are�one�of�the�series�of�humanistic�classics.�Biographies�of�famous�people�have�a�certain�educational�function.�The�spirits�

of� the� founders�who�are�brave� to�climb� the�career�peak� are�worth� learning.�The�behaviors� of� the� founders�who� are� enthusiastic� about�

public�welfare�and�seek� for�human�welfare�are�worth� imitating.�The�excellent�biographies�of� famous�people�help� to� strengthen� the� so-

cialist� faith� and� carry� forwar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They� are� to� guide�people� to�be� self� reliant,�work�hard� and� catch�up�with� the�

positive�teaching�materials�of�the�super�world,�which�is�also�an�inspirational�book�for�people�to�hone�their�will,�cultivate�their�persever-

ance�and�strengthen�their�faith.�Reading�biographies�of�famous�people�is�conducive�to�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the�core�com-

petitiveness�of�Chinese�culture�and�the�inheritance�of�the�spirit�of�the�19th�National�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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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 4 月 23 日确定为

“世界读书日”，以此来加强人类对阅读的重视，促进人们阅

读行为的产生，从而提升全人类的整体素质。 从那以后，世界

各国都加大力度开展了各种各样的阅读推广活动。 我国的

“十三五”时期，全民阅读工程被列为文化重大工程之一，并

于 2016 年底正式出台了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全民

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了全民阅读工作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以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常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9年度许昌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阅读人文经典助力十九大精神传承———以名人传记为例》（编号 2019YB0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云洁（1976—），女，助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学、社会学。

摘 要：人文经典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经久不衰，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和活力蕴藏在人文经典当中，通过阅读代代相传。 记载

名人生平事迹的传记即是人文经典系列丛书之一。 名人传记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传主们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攀登事业高峰的精

神值得人们学习，传主们热心公益事业、为人类谋福利的行为值得人们效仿，优秀的名人传记的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导人们自力更生、奋发有为、赶超世界的正面教材，也是人们磨炼意志、培养毅力、坚定信念的励志书籍。阅

读名人传记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十九大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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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规范化，共同建设书香社会；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

以往报告中所提“倡导全民阅读”升级为“大力推动全民阅

读”。 由此可见，“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加

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明的历史经久不衰，

是阅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和

活力蕴藏在人文经典书籍当中，通过阅读代代相传。

1�何谓“人文经典”

“何谓经典：需要具备影响力、历史性和广泛性三个因素

……我们常说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经久不衰

的著作，其内容或被大众普遍接受，或在某专业领域具有典

范性与权威性。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

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 因而是人文性质

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

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作人文经典。在

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 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

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的确，人文

经典作品记录着人类最崇高的思想和精神追求，是人类的人

生哲学，它体现了人类被广泛接受和推崇的价值观念、审美

情趣、心理状态、精神面貌、思考维度、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等

精神内核，具有启迪心智、塑造人格、陶冶情操、震撼心灵、增

长才干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中华民族的人文经典中蕴藏着深邃悠远的哲学思想，绵

延数千年依然长青不朽，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 人文

经典中承载着优秀的民族精神， 彰显着强大的民族自信力，

对整个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

恶小而为之”等自强、诚信、友善的思想是民族之根；“愚公移

山”、“夸父追日”、“精卫填海”、“闻鸡起舞” 等经典故事塑造

了人们勤劳、勇敢、执着、开拓进取的美好品格；人文经典在

民族生存、发展、壮大过程中起着引领作用，其中以儒家学说

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所起的教化、约束作用，不仅唤起了人们

“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而且让人们明白了个人与一

己、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世界的辩证关系。 阅读

人文经典是众多阅读行为当中价值较高的阅读行为之一，名

人传记就是人文经典中的系列丛书之一，阅读名人传记有助

于中华民族文化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十九大精

神的传承。

2�名人传记的概念及其教化功能

2.1�“传记”释义

传记是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或书籍，其内容囊括了

采访谈话、自画像、档案、个人故事、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等。

传记以其塑造生动形象的人物、记录典型事件始末的体裁特

点被归为文学范畴，同时，传记又因其力求真实地再现人物

经历和活动背景的创作原则被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成

为了后人查阅历史、编撰史籍的珍贵资料。 传记当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著作当推司马迁的《史记》，它被鲁迅先生称为“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其具有特定的史学价值和文学

地位。

我国传统的传记文学作品，因务求真实、杜绝虚构的写

作态度，过于言简意赅，往往显得生硬、简略。 五四文学革命

时期，中国的传记文学出现了转型，逐渐摆脱了传统传记受

经史体例束缚的特点，融入了较多的文学色彩，注入了鲜活

的艺术表现力，使之具有了更大的可读性。 以胡适、闻一多等

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开始尝试用小说家的笔法进行传记作品

的写作，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审美，提高了传记的文学欣赏价

值。 这期间出版了许多生动的作记作品， 如闻一多创作于

1928 年的《杜甫》，在以传主一生的叙述为线索的同时，着重

铺述杜甫的文学才能、思想个性及政治情怀，作者文辞优美，

激情勃发，浓墨重彩地渲染重点历史场景，再现了传主的活

的灵魂和性格特点，“与正史中干枯板滞的杜甫传迥然不

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的发轫之作。 现代传记文学

更注重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 对细节刻画得更生动有趣，细

腻地再现了传主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操，产生了许多经

典之作， 如《毛泽东传》《邓小平传》《周恩来传》《李嘉诚传》

《任正非传》《马云传》等。

2.2�名人传记的教化功能

“名人传记”顾名思义，即以有名气的人为传主的传记。

人与社会、与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都不是孤立

存在的，尤其是名人，更是与他者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

系，名人的生涯中的大事小情都与社会结构、社会影响息息

相关，因此，名人传记中所记载的传主的生平事迹都关系着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人文典籍浩如烟海，包含其

中的名人传记更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代表， 它内容博大精深，

丰富多彩，记录了历史上人类当中的佼佼者带领人们艰苦奋

斗的光荣历史和不屈不挠的抗争意识，彰显了民族智慧和民

族精神，蕴含着强大的民族自信力。 譬如《毛泽东传》记录了

伟大领袖毛泽东带领人民浴血奋战、 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

绩，《焦裕禄传》记录了焦裕禄为人民鞠躬尽瘁、造福一方百

姓的感人事迹，《李嘉诚传》《任正非传》《马云传》则分别记载

了商业巨擘们引领全球科技进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超凡

智慧和成功经验，《巨人不死密码》则展现了商人史玉柱在企

业经营过程中与困难作战的坚强意志，“打工皇帝”唐骏的个

人传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也向人们分享了一位职业经理

人的从业体会……

推广阅读名人传记，有助于推动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及世

界各民族的进步团结。 许多学者的著作当中都肯定了阅读名

人传记的意义和价值，陈兰村在论文《传记文学与人格素质

教育》中指出：“优秀的传记触动个体读者的心灵所带来的震

撼，将对人的社会心理发生作用，从而影响社会上普遍人群

人格的提高，影响民族优秀品格的形成”；许锡良在文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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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传记对教育研究的意义》 中提到:“名人的思想成长过程也

是非常主要的……找那些名人的经典之作拿来研读一下，跟

随着大师的思路，认真地走一遍，这样对锻炼一个人的思维

能力是相当有益的”；张新科也在文章《消费与接受：传记终

极目标的实现》中谈及：“我们读领袖传记，读革命回忆录，读

企业家传记，读白求恩、雷锋、焦裕禄的传记，总是被他们的

精神所感动，激励自己积极向上，并把对他们的学习，落实到

自己的实际行动上，这就是传记所引发的行为反应”。 由以上

研究可知， 名人传记对读者的启发和激励作用毋庸置疑，尤

其是对读者锤炼思想道德品质、塑造成熟的性格、树立远大

的理想、坚定必胜的信念、追求事业的成功等方面具有一定

的教化功能。

3�阅读名人传记对传承十九大精神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

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些成果可喜可贺，然而世界上没有

任何事情是一蹴而就的，这些成果来之不易！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有无数人在奋勇拼

搏，他们任劳任怨，不辞劳苦，前仆后继，力挽狂澜，勇于攀登

事业的新高峰。 这其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出现了许多令人敬仰的英雄人物，他们是人民群众当中的优

秀代表，是人类的精英，他们的故事具有强大的正能量，值得

广大人民群众学习。 他们当中有些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已经

被有识之士著书立传，广为传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

一部分。 阅读这些优秀的名人传记，必能让人们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培养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必能助力十九大精神的传

承———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优秀的名人传记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辅助读物

名人传记中传主们的成长经历和道德品质对人类的心

灵、精神、意志、思想、气节、梦想、行为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和

启示作用。 通过阅读名人传记，可以了解到某些传主为社会

发展、为人类谋福利所历尽的艰辛，他们所走过的路、做过的

事、吃过的苦、受过的罪等等都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他们的精

神指引着人们秉持敬业、爱国的操守，坚守诚信、文明、自由

的行为准则，推崇民主、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的社会制度，

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马云正传：活着

就是为了颠覆世界》， 就是这样一本高度弘扬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优秀的名人传记。

浙商马云的事业成就几乎家喻户晓，他创建的淘宝网和

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支付宝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随着他

事业的成功、知名度的提升，他的传记也出版了若干本，人们

通过阅读他的传记和人物采访、 报导等可知他早年的求学、

创业经历———在高考失利期间，他因相貌平平、身材瘦小而

在找工作中屡屡碰壁，他历战三次高考才考上了杭州师范学

院（现杭州师范大学），大学期间以英语专长成为学霸，同时

又以超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华成为优秀的学生会干部，官

至本校的学生会主席和两届杭州市学生联合会主席， 至此，

他的帅才已显露端倪。 毕业后他执教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被评为杭州市十佳青年教师。 主业之

外，他发起了西湖边的第一个英语角和海博翻译社，持续展

示着他乐群、亲和力强、广结人脉的社会交往能力。 为改善海

博翻译社生存艰难的窘境，他带队背着大麻袋到义乌、广州

的批发市场去倒卖鲜花、 小商品和药品来维持翻译社的运

营，从此展开了他的经商履历。 后辞去高校教师的铁饭碗工

作专注于互联网研发。 创业早期，他投入了全部家当却看不

到回报，他历经资金匮乏、无人认可、被骂作傻子疯子骗子的

绝境，但他百折不挠，执著进取，以他卓越的口才、人品、眼

光、毅力争取到了融资，研发出了具有互联网革命意义的淘

宝网、天猫、支付宝、余额宝，并一路高歌猛进，带领他的企业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排头兵、领路人。 马

云功成名就之后，其名字被列入各种富豪榜，其人受邀出席

各种国内外重要会议并发表演讲，与奥巴马等各国政要首脑

会谈。 马云在百忙中也为全球的环保事业出力不少，他还热

衷于对慈善、教育、医疗、文化领域的资金投入，而且每一次

投资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大手笔，他多次因高额捐赠款项

荣获中国慈善家的称号，彰显了马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

当精神。

马云精神已成为永不言败的时代精神，马云多次应邀到

高校演讲，鼓励大学生们要勇于挑战自我，树立远大理想并

为之奋斗，大学生们深受鼓舞，群情激昂；杭州市委号召全市

人民学习“有激情、有梦想、有责任感，永不言败”的“马云精

神”。 2010年温家宝到阿里巴巴集团视察,马云向温总理汇报

了阿里巴巴集团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及在电子商务方面的

创新思路：“第一个目标，未来十年我们要为一千万家小企业

解决一个生存、成长、发展的平台；第二个目标，我们要为全

世界解决一亿就业机会；第三个目标，我们为十亿人打造网

上消费平台。 ”马云励精图治，数年来一直在兑现自己的诺

言，以一个成功企业家的身份努力地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是时代的楷模。

3.2�优秀的名人传记是引导人们自力更生、奋发有为、赶

超世界的正面教材

传记中所记录的仁人志士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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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他们在困难

面前百折不挠的精神、对待工作废寝忘食的精神、在机遇与

挑战面前勇于开拓的精神，都将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励人们

要为理想为事业奉献力量。 传主们的言语、思想和行动总会

给人们一些启发和激励，他们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读者

在阅读名人传记的过程中，既可以学习传主们的理论、逻辑、

分析、思维、行为等各方面的智慧，也可以通过阅读思考的形

式“参与”到他们的实践工作当中，从而学习他们为人处事的

方法、促进事业成功的举措以及高瞻远瞩的睿智眼光。 按照

美国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阿伯特?班杜拉

的“社会学习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观察学习和自我调节主导

着人的行为，在社会情境中，人类的大部分行为通过观察别

人的示范就可以学会）来讲，人们“观察”到了名人的言行，就

会以名人为榜样进行学习和模仿，所以说，名人传记具有一

定的榜样效应和激励作用，推广阅读优秀的名人传记，对提

高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著

名企业家曹德旺的自传《心若菩提》就讲述了榜样人物曹德

旺令人敬仰、值得学习的创业、守业、行善积德的故事。

《心若菩提》中记录了曹德旺吃不饱穿不暖、读不起书的

贫苦的青少年时期，叙述了他历尽艰辛、白手起家于 1986 年

一手创办福耀玻璃厂的坎坷经历，他是中国进入汽车玻璃领

域创业的第一人，他励精图治奋斗 24 载，制造出了被行业认

可的物美价廉的汽车玻璃，成为奔驰、宝马、宾利等众多知名

汽车企业的供货商，改变了中国汽车玻璃行业由外国名企垄

断多年的历史，扭转了中国汽车玻璃完全依赖进口的落后局

面，并很快使进口量趋近于零。 缘于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行

业领头羊一般的成就———卓越的企业家精神，良好的企业财

务状况，优质的个人诚信与公司治理的状况，对创新和知识

产权的注重，对国家对全球的强大的影响力以及企业在未来

的可持续性发展力，他被授予了象征着企业界奥斯卡奖的安

永全球企业家大奖。 这一奖项是企业界至高无上的荣誉，自

1986年设立以来至 2009年期间， 尚无中国企业家甚至是华

人企业家获此殊荣，而曹德旺摘取了这一桂冠，这无疑是全

球商业界对他最直接的肯定，他提高了“中国制造”在世界的

声望，是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世界的优秀代表。

曹德旺先生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一位乐善好

施的慈善家，多次个人出资捐款给灾区、学校、医院、寺院、资

助穷苦学生等等，累计多达 100 多亿元，一度成为中国首善。

他是一心向善的佛教笃信者，永远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对贫

困者慷慨解囊， 对所做的主业心无旁骛， 对祖国忠心耿耿。

《心若菩提》 的结语中最后一段话是他的行为准则：“我始终

以企业家自勉，并认为企业家的责任是应该始终坚持下面三

个信念：国家会因为有您而强大。社会会因为有您而进步。人

民会因为有您而富足。 虽然这三句话看着有点大，但我却始

终作为人生价值观的灯塔来树立。 ”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洗礼下，

像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有很多，他们在市场竞争的磨砺中披

荆斩棘，茁壮成长，以睿智的远见卓识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带

领企业员工摸爬滚打，开拓进取，为社会积累财富，为人民提

供就业岗位，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他们的

光辉映照着历史，他们的传记是引导人们自力更生、奋发有

为、赶超世界的正面教材。

3.3�优秀的名人传记是人们磨炼意志、培养毅力、坚定信

念的励志书籍

宋代苏轼《晁错论》中有一句名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

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这句话在名人传记中得

到了很好的印证。 阅读当代一些杰出企业家的传记，可知企

业家们在创业之初都经历了技术设备落后、缺少资金、政策

不到位，制度不严谨、被轻视、被质疑、被诋毁、事业进展停

滞、团队遭遇重创等等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但是他们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终于摘取了事业成功的累累硕果，他们

的经历就像是一部丰富的创业教科书，对推进当前的“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国策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是人们磨炼意

志、培养毅力、坚定信念的励志书籍，可以帮助人们坚定战胜

挫折的信心，超越眼前的困境看到胜利的曙光。《褚时健传》

就是这样一部充满正能力的书籍。

头顶“中国烟草大王”、“中国橙王”两个光环的褚时健也

曾是苦孩子出身，在他历时 91 年的人生履历中，有荣耀也有

落魄，但他总能触底反弹，赢得新的胜利。 他参加过游击队，

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做过政府干部，文革期间被打成过右派，

接受过多年的劳动改造，平反后历任过农场副厂长、糖厂厂

长、玉溪卷烟厂厂长。 他人生的辉煌之一是使严重亏损的玉

溪卷烟厂扭亏为盈并发展壮大成云南红塔山集团，他把“红

塔山”做成了誉满全球的品牌。 在褚时健效力红塔集团的 18

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 991 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

值 400 多亿，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 1400 亿，成为地方

财政支柱、国家税收第一大户。1994 年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改

革成功人物”。1999年 1月，褚时健因经济问题被判处无期徒

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妻女受牵连入狱， 女儿狱中自杀。

2001 年 73 岁的褚时健获减刑，保外就医，与妻子承包 2000

亩荒山开始种橙树。 十余年后，褚橙年产 10000吨，利润超过

6000万元人民币，被称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中国最励志

的橙子”，并风靡全国。 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

布的“改革开放 30 年影响云南 30 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 5；

2014 年褚时健荣获由人民网主办的第九届人民企业社会责

任奖特别致敬人物奖。

褚时健的故事和奋斗精神，深深影响了中国企业界和无

数有志于创业的年轻人，人们称他为最励志、最传奇的老人，

惊奇于他以古稀之高龄尚能成功创业，震惊于他重新出发时

所选择的目标是需要等待五年才能看到收益的果树种植行

业，更惊叹于他对未来强大的信心。 他收获的果实被人们称

为“褚橙”，其广告语“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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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动容，引人深思。 他干一行爱一行，无论做烟草还是种橙

子，他都能潜心研究植物的生长规律，能把握住企业发展的

关键，以精益求精的态度迎难而上，以重实践、抓重点的企业

家素养，以高标准、严要求的匠人精神，铸就了两座事业丰

碑。 他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泰然处之，坦然应对暴风

骤雨，笑对人生的苦难，这无疑是后来者的表率。

4�结语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

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同时又对当时

的社会关系施加一定的影响。 名人传记记录了各行各业的人

类领袖的思想言行、精神气质，它包含着丰富的人际关系，它

所记录的个人生活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的解释都属于社会

行为。 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阅

读名人传记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为人们提供

研究社会各行各业的有效路径，具有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滋

养心灵、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功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到：“这个新时代，是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人们阅读人文经典丛书当中的

名人传记，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接过伟人们传递过来的

火炬，担起前辈们挑过来的重担，铭记革命先行者的嘱托，披

荆斩棘，继续前进，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不息，这即是

对十九大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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